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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周报（2018.7.2-2018.7.6）                2018 年 7 月 9 日 

  

看好（维持） 

 

 上周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2018.7.2-2018.7.6）市场下跌。其中上证综指下跌 3.52%，沪深

300 指数下跌 4.15%；中小板综指下跌 4.64%，创业板综指下跌 3.79%。

计算机（中信）板块、人工智能板块下跌。上周计算机（中信）板块下

跌 2.36%，人工智能板块下跌 2.09%。人工智能指数市盈率（2018.7.6）

下降为 41.5 倍，与沪深 300 指数市盈率（11.8 倍）相比的溢价率为 3.5，

溢价率较上周略有下降。 

 行业新闻 

 阿波罗的首款自动驾驶巴士实现小规模量产，接驳服务是其落地第

一站 

 百度发布自主研发国内首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 

 天津出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 

 阿里云发布第四款 AI 视觉产品“天擎” 

 公司公告 

 7 月 7 日，川大智胜发布《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7 月 9 日，恒生电子发布《关于公司个别高管接受刑事传唤的进展

公告》 

 投资策略 

随着我国不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将长期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已具有一定的技术

实力，这些领域未来将持续快速发展。多项国家政策出台推动人工智能

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AI+场景正在逐步落地。在金融、交通、安防等

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这将带给相关领域企

业的发展机遇。我们建议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语音识别领域、计算机视

觉领域、无人驾驶领域的相关龙头个股。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达预期；国内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明显落后外国竞争对手；人

工智能缺乏良好商业模式，产业生态无法完善；场景应用推广困难。 

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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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级市场表现 

上周（2018.7.2-2018.7.6）市场下跌。其中上证综指下跌 3.52%，沪深

300 指数下跌 4.15%；中小板综指下跌 4.64%，创业板综指下跌 3.79%。计算

机（中信）板块、人工智能板块下跌。上周计算机（中信）板块下跌 2.36%，

人工智能板块下跌 2.09%。 

人工智能板块市盈率下降。人工智能指数市盈率（2018.7.6）为 41.5 倍，

与沪深 300 指数市盈率（11.8 倍）相比的溢价率为 3.5，溢价率较上周略有下

降。 

图表 1：2018.7.2-2018.7.6 人工智能指数涨跌幅情况  图表 2：2016.1.4-2018.7.6 人工智能指数表现情况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 3：2016.1.4-2018.7.6 人工智能指数 PE-band 表现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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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景嘉微（3.92%）、中科曙光（1.79%）位居涨跌幅前列，而海康威

视（-12.47%）、美亚柏科（-6.39%）位居涨跌幅后两位。 

图表 4：人工智能板块涨跌幅前三位（2018.7.2-2018.7.6） 

一周涨跌幅前三位 一周涨跌幅后三位 

300474.SZ 景嘉微 3.92% 002415.SZ 海康威视 -12.47% 

603019.SH 中科曙光 1.79% 300188.SZ 美亚柏科 -6.39% 

300222.SZ 科大智能 1.29% 600728.SH 佳都科技 -5.35%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二、行业新闻与公司公告 

1、行业新闻 

阿波罗的首款自动驾驶巴士实现小规模量产，接驳服务是其落地第一站 

7 月 4 日，在百度开发者大会上，李彦宏扔下一个重磅消息：百度和金龙

客合作的首款 L4 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实现量产下线，数量已经达到 100

台。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首款 L4 级自动驾驶巴士”指的是限定场景的自动驾

驶，应用的场景如景区、机场或者其他可控的地理围栏区域。 

自 2017 年 4 月初，百度发布 Apollo 计划时，金龙客车就跟百度建立了联

系。当时，百度方面表示：百度 Apollo 平台提供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并且深度

参与整车设计的全过程，包括整体车辆外观和内饰设计、人车交互系统设计、

特定场景需求架构设计以及微循环车特定的自动驾驶系统设计等环节。 

如今看来，承诺也一一兑现。据雷锋网新智驾了解：目前已经实现小规模

量产“阿波龙”确实对汽车“内部”的零部件进行简化，并且取消了方向盘和驾驶

位，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硬件元器件在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软件层面的提

升。据百度方面透露，Apollo 平台目前已经开放 22W+行代码，Apollo 托管在

GitHub 上的开放代码数量，在一年之内就增长了 6 倍。 

在“阿波龙”落地之际，百度对“阿波龙”也进行了商业化路径的设想，据雷锋

网新智驾了解，已经完成总装的阿波龙，即将发往北京、雄安、深圳、福建平

潭、碧桂园、湖北武汉等地开展商业化运营，目前主要的商业模式是“接驳服

务” ；除了在国内展开运营以外，在日本，百度将与软银合作，阿波龙被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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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核电站内部的人员接驳，也会用于东京地区一些高龄化社区的穿梭接送。 

除了按照已有的商业计划落地之外，百度还设想了未来的商业路径规划。

百度方面认为，相对传统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将以完全不同的逻辑进化。可以

把自动驾驶看作是一个四轮机器人，未来，自动驾驶汽车进行快递、打扫卫生、

送餐、陪伴、甚至在路面情况允许的景区和场馆、充当导游角色，承担公共场

所的安防工作，辅助进行抢险救灾，甚至完全自动化地跑到农村的田间地头，

插秧播种。 

最后李彦宏说他这一年来不断被问到、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百度无人车到底

什么时候量产？对此，他还调侃道：“造车和造 PPT 不一样，造车会经常有延

迟交付的。”不过，百度的量产无人车今天如约而至，没有延迟交付。 

百度发布自主研发国内首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 

在 2018 年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发布了

由百度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 

李彦宏介绍称，“昆仑”是中国在大规模 AI 运算实践中催生出的芯片，基于

百度 8 年的 CPU、GPU 和 FPGA 的 AI 加速器的研发，20 多次迭代而生。 

“昆仑”是迄今为止业内设计算力最高的 AI 芯片（100＋瓦特功耗下提供

260Tops 性能），可同时高效满足训练和推断的需求，除了常用深度学习算法

等云端需求，还能适配诸如自然语言处理，大规模语音识别，自动驾驶，大规

模推荐等具体终端场景的计算需求。 

李彦宏表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发展过程当中，高端芯片一直依

赖进口，这是一代 IT 人心中永远的痛。他表示，当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情况将

会发生改变。百度自主研发的高端芯片，将去满足全世界开发者的各种需求。 

天津出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 

近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公安局联合编制出台了

《天津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 

据悉，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指导原则，规定

由天津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联合工作小组选择开放测试路段并公布，

确立道路测试集中申请方式，规范测试管理基本要求、工作流程及监督手段等

相关事项，以保障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工作安全有序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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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发布第四款 AI 视觉产品“天擎” 

对于阿里云的“ET 城市大脑”想必多数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这颗

大脑背后的 AI 视觉产品却知之甚少。 

此前的 ET 城市大脑配有天曜、天鹰、天机三大 AI 视觉技术。天曜的职责

是负责对城市里的交通事件、事故进行全方位实时感知、自动巡逻。通过城市

中大量摄像机，利用云计算与深度视觉等技术来实现智能化的赋能，从而实现

交通事件、事故方面的报警。 

天鹰是基于阿里 20 年图像搜索经验打造而成，拥有行业领先的行人识别

准确率，这一技术肩负起的任务是快速定位目标对象，即可用于寻找走失人口

又可实现对追踪肇事逃逸车辆定位。 

天机则可以通过区域内的历史视频数据，预测未来的车辆、人流量，从而

合理安排出警、人员接送车等，做好交通疏导，避免发生拥堵和安全问题。 

近日，阿里云对外发布了第四款 AI 视觉产品——起名为“天擎”。天擎主

要负责解读每天产出的海量视频数据，比如说此前一些无法解读的行人信息，

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现今被天擎进行了结构化处理，翻译成机器可以理解的二

进制语言，并解决云端弹性扩容、高可用性来进行任务的处理。 

2、公司公告 

 川大智胜 

7 月 7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了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标通知

书》，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中标“交通违法及事故检测项目—高快速路包”标

段。公司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9,904.82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37.16%。 

中标范围与内容：分布在深圳市的高快速路卡口系统、高快速路交通监控

系统、高快速路交通诱导系统及配套工程。 

 恒生电子 

7 月 9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个别高管接受刑事传唤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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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法务部门从相关公安机关口头获悉，廖章勇和沈志伟自接受公安

机 关刑事传唤于 2018 年 7 月 7 日稍晚时候已满 24 小时，目前二人已处于解

除刑事传唤阶段。  

2、上述刑事传唤事项源于公司前期在内部审查过程中发现公司高管廖章

勇、沈志伟涉嫌在外部以各种形式组织成立企业开展与恒生电子有竞争性的业

务，公司内部调查发现二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公司相关商业秘密，背信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公司基于此向相关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上述事项目前仍

处于公安机关的法律程序之中。  

3、目前公司已经对两位高管进行了停职处理，并相应由其他高管接管原

廖章勇分管的资本市场营销线以及公司市场部等部门，以及接管原沈志伟负责

的资产管理事业部。其后，公司及时组织了内部干部骨干会议，稳定了公司干

部员工的士气，并和相关的客户也进行了相应的沟通解释，力争将本次事件引

起的影响减小。公司同时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已经发出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

公司总裁提请董事会解聘廖章勇、沈志伟二人的公司副总裁职务。 

三、行业投资策略 

随着我国不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将长期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

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已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这

些领域未来将持续快速发展。 

多项国家政策出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AI+场景正在逐步

落地。在金融、交通、安防等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

这将带给相关领域企业的发展机遇。我们建议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语音识别领

域、计算机视觉领域、无人驾驶领域的相关龙头个股。 

四、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低迷，下游需求不大预期； 

2，国内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明显落后外国竞争对手； 

3、人工智能缺乏良好商业模式，产业生态无法完善； 

4，人工智能场景应用难以推广。 



华融证券
HUARONG SECURITIES  人工智能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7 

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行业评级 

强烈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15%以上 
看好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推    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 

中    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5%到 5%内 
看淡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卖    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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